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出台和实施了一

系列培育、集聚人才的创新政策，做到感情留人、

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制度留人，为人才就业创业

提供最优厚、最宽松、最亲切的政策环境，努力打

造高端人才“洼地”。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求贤若渴，在《“十

百千”人才工程暂行办法》等政策的基础上，围绕

重点产业集群，在引进行业领军人才、引进高级经

营管理人才、培育企业现有人才、评选“双创”优秀

人才、奖励新型实用人才等方面，研究制定了“天

山火炬”科技领军人才引进工程实施办法、企业人

才培养培育实施办法、“双创之星”奖励办法、“天

池工匠”实用人才评选实施办法等人才新政五条。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将每年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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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累计建有院士工作

站4个，累计柔性引进院士12名；建有博士后工作站29个，

累计进站博士51名；高新人才大厦相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已引进139家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

139家

包头稀土高新区政法机

关认真梳理群众和企业提交

的问题，明确责任领导和责

任部门，制定整改措施，列出

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逐个

整改销号，通过解决群众所

反映的问题，推进顽瘴痼疾

整治，切实让企业在每一次

执法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尚萌萌 王晓先 本报记者 王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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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讯 员 牟 敏 于国伟
本报记者 朱 彤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建设者、案案都是营

商环境试金石”，这是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

“迎接二十大、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

高质量发展”大讨论活动（以下简称大讨论活

动）的核心理念，也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的基本要求。

近日，包头稀土高新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道，包头稀土高

新区开展了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在推进

该专项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出新招、出好招、出

实招，实实在在地促进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

级、健康发展。

问需于企 开展“一对
一”精准服务

政法队伍不再“板着脸”，才能接地气聚人

气。包头稀土高新区大力推进问需于企，问政于

企，服务进企。

“‘一对一’结对精准服务，才能为地区经济

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包头稀土高新

区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针对辖区企业多、“高精尖”产业多等特点，

包头稀土高新区公安分局主动问需于企，采取主

要领导“包联制”，对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服

务，对辖区近万家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登记注

册，切实摸清企业数量和现状，建立警企联动微

信群，进行实时在线对话，搭建沟通联系的便捷

通道。

这只是包头稀土高新区政法机关实时在线、

主动上门解决企业各类困难、需求的一个缩影。

共融共治，普惠均等。包头稀土高新区政法

机关将大讨论活动的核心理念充分融入法律服

务、法律援助及执法司法活动中，不断增强辖区

企业获得感。

包头稀土高新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多元解

纷联动机制，搭建了以包头民商事法律调解中

心、劳动争议诉调工作室、公平交易人民调解

委员会等 6 个新型诉前调解平台为支点的多元

化解服务网络，持续助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包头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确定院领导班

子成员一人包联一个园区的“检企”共建模式，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企业在生

产、运营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问题，积极帮助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在企业合规经营、安全生产、劳动

用工、合同订立履行等方面提供“点餐式”“订单

式”法律服务。

征求群众意见 推进问
题整治

为落实 2 月份召开的大讨论活动动员部署

会精神，包头稀土高新区政法机关认真梳理群众

和企业提交的问题，明确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

制定整改措施，列出问题清单和责任清单，逐个

整改销号，通过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推进顽

瘴痼疾整治，切实让企业在每一次执法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包头稀土高新区公安分局依托钉钉 App 流

转行政审批业务，全面实现“掌上办”“集中办”

“不见面”审批目标，为市民和企业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如今，有关事项办理“一次不用跑”已成为

新常态。

包头稀土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利用好检

企通、微信公众号、企业微信群等云平台广泛征

求企业意见建议，以“企业所需就是我们的责任，

企业所急就是我们的目标”为落脚点，真正找准

制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难点、堵点、痛点，以

思想“破冰”带动行动“突围”，推动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工作取得实效。

一项项普法惠民工作在包头稀土高新区

起航，一条条普法创新经验正在这里形成，全

社会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浓厚氛围逐步形

成。“聚合法治之力，筑牢发展之基”已成为包

头稀土高新区人民的共识。良好的法治环境

必将成为包头稀土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增

速剂”。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包头稀土高新区新招、好招、实招频出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4 月 7 日，广东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下简称珠海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电信息）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中电信息拟投资约 16 亿元

打造珠海首个“中电信创产业谷”。

中电信息是大型央企中国电子旗下的核心骨干企业、信息服务板块

龙头企业，着力构建数字服务核心能力，力争成为数字服务创新发展的产

业引领者。中电信息旗下的南方软件园位于珠海高新区主园区的核心位

置，是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此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将充分发挥中电信息在数字经济、网信领域

的综合优势，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网信产业在珠海高新区集聚发

展。双方合作有利于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参与到我国电子网信

产业生态建设中来。双方将努力打造 PKS 体系专业化示范区、珠海高

新区网信产业发展集聚区，构建珠海乃至大湾区网信产业、数字经济

发展新引擎。

珠海高新区始终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通过精准招

商引资，瞄准科技产业前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做优做强“3+3+1”产业体

系，做强信创、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三大前沿产业，壮大生物医药与医疗

器械、新能源与智能电网、数字经济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实施人工智能、区

块链、6G、量子技术等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推动一批延链、补链、强

链重点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建设未来科技城提供

强力支撑。

2021 年，珠海高新区在国家高新区的综合评价排名上升至第 17 位。

作为珠海创新发展主战场，珠海高新区将紧扣“产业第一”推动产业链集

群发展，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与信息服务龙头企业共建产业谷

珠海高新区力促网信产业发展

近日，青岛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官方抖音号正式上线，以短视频形式

权威推出各类审批业务知识、政务服务办事指南，用政务新媒体，为办事

企业、群众解答疑问，展现了政务服务的新风采。青岛高新区坚持惠企服

务、政策优化、创新平台、产业生态“四个赋能”，优化创新助企模式，争取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胜利”。

惠企服务 为企业解难题

3 月 18 日，山东康华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

是山东省首个获批上市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该公司旗下的青岛汉

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该款试剂盒的生产任务。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企业解决产品上市的相关问题，青岛市副市

长、青岛高新区工委书记耿涛专程来到高新区企业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听取企业汇报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等产品的研发生产、

技术创新、市场应用等方面的情况。在与企业负责人的深入交流中，耿涛

详细了解企业产品上市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与随行的调研组成员现场

研究问题解决方案。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青岛高新区建立“网格—部门—

管委”三级服务体系，将全区 1200余家重点企业和载体纳入 24个网格，83

名专职网格员承担企业服务、安全生产、数据统计、疫情防控等职责，切实

当好对企服务“店小二”，让对企服务有温度更有力度。

平台政策赋能 激发创新活力

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位于青岛高新区的青岛弯弓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弯弓信息），在短短不到 5年的时间内，已成长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借助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科技，弯弓信息

提升了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在弯弓信息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位于

青岛高新区的华为青岛联合软件创新中心为其提供了软件开发云平台，

助力企业缩短项目迭代周期、提升项目管理效率。

青岛高新区创新推出“科创 36条”，政策可覆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青岛高新区实施精准把脉、精准施策、精准扶持，打造现代化的创

新创业政策体系，对园区科技型企业等创新主体进行覆盖全生命周期的

政策扶持，重磅奖励创新创业，加快企业培育，推行“揭榜挂帅”制度。

2021 年，区内企业获得科技资金支持 1.71 亿元，万家注册企业中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全省第一。

生态赋能 产业集群更强劲

青岛高新区 2022年春季重点项目涵盖了该高新区“3+1”主导产业方

向的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

造等，汇聚“四新”要素，建成投用后将为区域发展带来更加强劲的产业支

撑力量。

青岛高新区深耕长期形成的产业优势，同时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着力

持续培育新的发展优势，进一步强链、补链，加快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为企

业创新发展创造最优质的生态环境。

目前，青岛高新区坚持把开展“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作为全年工作

的重要抓手，全面实施“1264”战略，发起产业培育提质等“6 个攻坚行

动”，强化营商环境等“4个保障”，充分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推动对企

综合服务工作取得新突破，加快构建政企携手共进新发展格局，汇聚起推

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把政务服务搬上抖音

青岛高新区对企服务有温度有力度

4 月中旬，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

市区）的新疆埃乐欣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

乐欣药业）的实验室里，该公司研发部经理陈尚

珂正在与同事们忙着做蒜胺酶的相关成分测

试。埃乐欣药业作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土

成长发展的民营企业，长期致力于新疆药用大蒜

研究，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入选 2016 年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十

百千”人才引进工程的陈尚珂，在企业科技研发

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目前，他正主持一个“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该新药主要用于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像陈尚珂这样

“一个人才引来一个团队”“一个人才引来一个项

目”的例子比比皆是。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

近年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以求贤

若渴的姿态、爱才惜才敬才的真诚，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区战略，切实把握

人才第一资源，扎实打好人才引进、培养、服务

组合拳，形成了吸引人才的“强磁场”，为园区

改革创新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

智力支撑。

数据显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累计建

有院士工作站 4 个，累计柔性引进院士 12 名；建

有博士后工作站 29个，累计进站博士 51名；高新

人才大厦相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已引进 139家

企业及科研机构入驻。越来越多的“最强大脑”

争相涌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这引发了

“引进一名人才、带来一批团队、创办一家企业、

兴起一个产业”的裂变效应，奏响了“人才引领高

质量发展”的奋进曲。

人才就好比一粒优良的种子，要想让这粒种

子落地、生根、成长、结果，政策的呵护必不可少。

在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一身白大褂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尹海龙，正与

同事们讨论着研究成果。这位有着浓重湖北口

音的药学博士，已经在新疆工作生活 7年了。

尹海龙带领团队获得了 3个产品临床批件、

1 个申报临床受理通知书、6 个中亚国家的注册

批件、4 个产品的中药保护批文等，承担了国家

级、自治区级、市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申请专利

30项，参与发表论文 6篇。

尹海龙先后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层次

人才引进工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英才人才

计划和青年博士计划，申报成为乌鲁木齐市“尹

海龙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其带领的维吾尔医药

科研团队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0年天山创

新团队。同时，尹海龙享受到了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高层次人才子女就学政策的扶持，这也

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

作为乌鲁木齐市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

置，坚持人才工作“一把手”工程。该高新区积极

发挥由区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的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和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领导小组的统

筹协调作用，在园区及重点企业设立 20 家人才

工作联络站，延伸人才工作触角，形成了“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人才工作联络站+人才联席会议”

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一把手”管 构建人才工作新格局

除了政策激励，科学选人、用人、培养人也属

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工作的范畴。

2018 年 7 月，新疆“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正式挂牌，这也是新疆首家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目前，该产业园已有科锐国

际、安拓国际、智联招聘、天坤国际等 36 家企业

入驻，并与猎聘、BOSS 直聘等建立了良好合作

关系。

为做强新疆“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健全市场化、

社会化的人才管理服务体系，吸引高端人才猎

头、职业教育、灵活用工、人力资源外包等专业化

服务机构入驻该产业园。

在高新人才大厦，全疆首家人才测评中心也

于 2019年 4月投入运行，已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工作的 1100余名人才进行了测评。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还实施了人才安

家工程，建设人才公寓 172 套，并配备必备的生

活家具和电器，设施齐全可拎包入住；同时，修订

完善《人才公寓管理办法》，解决人才创新创业后

顾之忧。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党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桑建刚表示，他们围绕现代服务业这个支柱

产业和生物医药与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 3 个主导产业，从“引、育、用、留”四个方面

积极构建人才工程系统，形成了品牌效应。乌鲁

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全面掌握区内现有高层次

人才总量、结构、专业、分布等情况，不断完善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和天山

英才人才计划为骨干、以乌鲁木齐市红山人才计

划为支撑、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天山火

炬”科技领军人才引进工程为基础的高层次人才

开发格局。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需求及新变化，以“高

低结合、统筹兼顾”为原则，对现有人才引进、培

养、服务、激励 4 个方面的 15 条人才优惠政策优

化整合，进一步完善人才政策体系。

“我们还将依托新疆‘丝路之星’国际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夯实人才大数据统计基础构架，

以人岗匹配技术为驱动，建立全疆人才资源市场

供求监测体系。”桑建刚说。

作为全疆首个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乌鲁木

齐高新区（新市区）将继续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大

力推进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的深入合作，逐步

打通人才发展通道，让“智力引擎”更加强劲，让

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在这里竞相迸发。

搭建平台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组合拳打造高端人才组合拳打造高端人才““洼地洼地””
这个园区这个园区““智力引擎智力引擎””动力强劲动力强劲

的 1%作为人才专项经费，用于“十百千”人才工

程、“天山火炬之星”金奖等的评选，有力地激发

了企业引才育才积极性。

为使人才“来了不想走”，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在落户、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发力，

不断健全完善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人才创

业就业营造优质环境。在住房配套补助方面，符

合条件的人才不仅可免费使用人才公寓，还可享

受购房补贴优惠等。在医疗配套服务方面，该高

新区为创新创业人才搭建身心测评健康档案、定

期开展健康体检和公益诊疗等。

如今，在一系列优质政策和务实举措的加持

下，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逐渐成为创新创业

者实现梦想和展现自我的最佳舞台。


